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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模擬結果之探討 

本章之重點，在探討考慮「異質性偏好」以及「完全移動性」之假設

下，地方公共財之最適提供水準，故本章依據前述模型設定以及結果，探

討「公共財提供之最適水準」，並比較本模型與 Tiebout (1956) 及 Zodrow

與 Mieszkowski (1986) 之異同。 

第一節 公共財提供之最適水準 

Samuelson (1954) 指出，公共財因無排他性與敵對性，導致「搭便車」

行為造成公共財提供市場之不效率。然而，Tiebout (1956) 卻認為

Samuelson 忽略地方公共財之地域性，故只要某些假設成立，地方公共財

之提供，依舊可達到準完全競爭市場之柏拉圖效率均衡。但是 Tiebout 僅

以比擬論述之方式，將各轄區提供之公共財以及租稅，視為給定之財貨組

合，讓人民「以腳投票」顯現其真實之偏好，以解決公共財提供不效率問

題，但他卻忽略公共財及人口作為變數之可能，故受到諸多批評。 

傳統文獻在探討公共財最適提供水準之數量時，多以全國總量之觀點

作為比較之標的，然而在本模型中，由於假定地方政府，均課徵相同之定

額稅及資本稅，相當於全國課徵單一稅，故在總人數固定，且稅收全部用

以提供地方公共財時，公共財提供總量在預算帄衡下將自動獲得滿足，所

以若以中央政府的角度觀之，總公共財提供水準，並未受到稅制之不同而

遭受扭曲。但可預測的是，若地方政府課徵不同之稅額，或者實行不同之

財政政策，地方政府可能因為競爭之行為，導致全國公共財提供過度或者

不足，而無法達到最適。以租稅競爭為例，若地方政府希望藉由降低稅率，

減緩租稅對轄區經濟發展之不利影響，卻使所有地方政府均有誘因從事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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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行為，則無人能受益，僅產生向下競逐 (race to the bottom) 的結果，以

致於全國公共財提供數量過低。然而，若以地方政府的角度觀之，由於地

方公共財具有其「擁擠性」，且地方政府可藉由人口數量之調整，達成資

源的最適配置，故本文在第三章之模型設定上，以每人 (per capita) 持有

公共財數量之概念，作為比較分析之基準。 

故在本文中，可定義：公共財提供最適水準，係指在地方政府課徵定

額稅，且在各種「公共財-租稅」之價量集合下，使總社會福利水準極大

化之組合，其所對應之每人持有公共財水準，視為最適提供數量，而所對

應之稅額，視為最適稅率。以下之分析即從此角度出發。 

Tiebout 區分機制與資源配置-以定額稅為分析標的 

由於個人對於公共財之偏好強度不同，依照自我選擇機制，個人可選

擇住在使其效用極大化之轄區。藉由第四章模擬結果，發現在課徵 22.7 的

定額稅之下，對應社會福利達到極大 1484.35，此時地方資源配置如表 (5-1) 

所示，如前述之定義，我們將這一組均衡結果，定義為資源的最適配置。 

從表中發現，對於公共財偏好較弱的轄區一，每人持有之消費性公共

財水準較低，對於公共財偏好較強的轄區二，每人持有之消費性公共財水

準較高。其原因在於，轄區一居民的邊際替代率，大於轄區二居民邊際替

代率 ( gxgx MRSMRS ,,. 21
 )，故轄區一之居民願意犧牲較多的消費性公共

財，以換取更多的私有財消費，以提高其效用水準；反之，轄區二居民則

願意犧牲較多的私有財，以換取更多的消費性公共財，故所有人都可以藉

由以腳投票之過程，改變人口分布，使資源配置達到均衡。 

然而，任何偏好強度之個人，都會因為找到較符合其偏好之轄區而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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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，符合 Tiebout 所預測。對於轄區一之居民來說，雖然其負擔與轄區二

居民相同的稅額，又未能從消費性公共財獲致等量的邊際利益，乍看之下

似乎承擔損失。然而，其可利用「以腳投票」的遷移方式，選擇居住在消

費性公共財較少的轄區，並以較多的生產性公共財取代之，以提高產出而

購買更多的私有財，增加其邊際利益，所以轄區一人口數目較少的原因，

即在表示這種調整機制的結果，此時由於其從私有財之消費獲取更高之效

用水準，故實際上仍因自我選擇機制之運作而受惠。如圖 (5-1 ) 所示，淺

黑線代表住在轄區一的效用水準，深黑線代表住在轄區二的效用水準，除

了住在轄區一與轄區二無異之邊際居民之外，不論在切割點左方或者右方

的居民，均因以腳投票的方式獲得較高的效用水準。故我們發現，Tiebout

所言個人將因居住在與其偏好較符合的轄區而受惠，在此可獲得驗證。且

我們可預測，若可選擇轄區數不斷提高，所有人均可選擇更符合其偏好之

轄區時，會更接近柏拉圖效率之均衡。 

在本文定義之最適資源配置下，資本稅是否具有扭曲效果 

若地方政府課徵 22.7 之資本稅以取代原有之定額稅，比較表 (5-1) 與

表 (5-2) 之資源配置可發現，兩轄區之居民所持有之公共財及私有財數

量，差距更大。原因在於，當政府以資本稅取代定額稅時，資本的邊際生

產力下降，故生產者欲持有更多的生產性公共財以維持產出。然而，其同

時受限於預算限制，故若欲持有更多的生產性公共財，須放棄更多的消費

性公共財，所以只有對於私有財偏好強度大者，會繼續留在轄區一，其餘

人口會開始向轄區二流動，直至均衡發生。此時，轄區一人口減少，故居

民可持有更多生產性公共財以提高產出，並享受較先前更多的私有財；轄

區二的居民雖然持有較少的生產性公共財，卻可享受較之前更多的消費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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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財，造成轄區一之消費性公共財提供水準過低，生產性公共財提供水

準過多；轄區二之消費性公共財提供水準過多，生產性公共財提供水準過

低的情況。所以若地方政府課徵資本稅，且個人對於公共財具有異質性偏

好時，資本稅會扮演極端化地方資源之配置之角色，同時造成社會福利水

準的下降。 

資本稅在本模型中之定位 

最後，須特別說明的是，資本稅在本模型中之角色。文獻上針對資本

稅在經濟體系所扮演之角色，可區分為三大觀點，分別為「傳統觀點」

(traditional view)、「新觀點」(new view)、以及「受益觀點」(benefit view)。

13傳統觀點認為，藉由資本化 (capitalization) 機制，長期之下所有轄區之

資本報酬率會相等，資本稅將由房屋或者資本持有者承擔；受益觀點認

為，資本稅僅為個人享受地方公共財所付出之對價，並不具有扭曲性，例

如 Hamilton (1975) 即證明在特定假設下，Tiebout 模型中的定額稅可完全

被資本稅所取代；新觀點則認為，資本稅的課徵，會改變個人之生產行為，

對於全國資源之配置，具有扭曲效果。而資本稅在本模型所扮演之角色，

可能綜合「新觀點」及「受益觀點」之論點，理由如下述。在扭曲性效果，

可從兩方面觀察之： 

1. 生產要素面 ： 

當地方政府以資本稅，融通地方公共財之提供時，由於資本數量

降低，故生產者會增加生產性公共財之使用，造成生產要素的選擇上

出現扭曲性。 

2. 消費面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

 請參閱 Zodrow (200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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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生產要素上選擇的扭曲性以及政府預算之限制，個人須減少消費

性公共財之持有，但對於公共財偏好強度較高的個人，所願放棄的消

費性公共財數量較少，導致資源選擇與配置的改變。 

而在受益觀點的部份，由於本文假設生產者與消費者為同一人，故當

地方政府以資本稅融資地方公共財之提供，並由生產者與消費者持有，可

將資本稅視為享受地方公共財之對價，故資本稅在本模型中帶有某種程度

之受益稅之性質。且若由中央政府之總體角度觀之，資本稅的課徵並未改

變總公共財之提供水準，故同時具有受益稅之性質。 

第二節 本模型與 Tiebout 及 Zodrow 與 Mieszkowski 模型比較  

1. Tiebout (1956) 

在假設方面，本文與 Tiebout (1956) 之相同假設為個人具有異質性偏

好以及完全流動性、地方政府提供「地方公共財-租稅」之不同組合、以及

人民對於政府提供公共財，及制定租稅之法則具有完全資訊。而與 Tiebout

假設不同的是：第一，Tiebout 模型未考慮生產面，更未考慮生產性公共財

之影響，並假設人民僅有股利所得，故轄區選擇並不影響其所得水準的高

低，異於本文設定居住轄區會因為人口分布的水準，影響轄區之產出水

準。第二，Tiebout 假設政府以課徵定額稅，融通地方公共財的提供，本文

更加入資本稅的分析，可觀察其扭曲性。第三，Tiebout 假設所有的地方政

府課徵不同之稅率，但本文之地方政府僅課徵單一稅。最後，Tiebout 完全

以敘述的方式推論其完全競爭均衡之結果，將所有的租稅價格、或者公共

財之提供水準，以組合性財貨 (composite goods) 的方式處理之，並排除人

口數量及資源配置相互影響之複雜性；但本模型考慮到人口分布對於地方

公共財提供數量的影響，只是本模型建構在兩個轄區的假設下，未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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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ebout 所建構之同時存在數個轄區。 

在結論方面，救 Tiebout 所預測之區分機制，本文利用異質性偏好及

完全流動性之設定，證明區分機制的確會發生，人民會依其對於消費性公

共財偏好強度的大小，選擇讓自己效用極大化的轄區，且無誘因再移動。

另外，本文與 Tiebout 假說結論不同的地方，在於在 Teibout 納入財產稅之

分析時，窮人永遠會追隨富人的腳步遷移，造成均衡之不穩定性，即便透

過 Hamilton 所提出的區域規劃，也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，因為區域規劃不

但違背憲法之人權，更與 Tiebout 認為人民具完全流動能力之假設相違背。

但本文可透過動態調整之路徑，從中判斷穩定與不穩定解，而且本文透過

每人課徵相同資本稅之假設，排除居民謊報其真實需求量的誘因，可謂在

Tiebout 設定之框架下，提供一個可能的解決方向。 

2. Zodrow 與 Mieszkowski (1986) 

在假設方面，Zodrow 與 Mieszkowski (1986) 假設資本可移動，但人

口卻無流動性；本文則假設資本與人口均具有流動性，故課徵定額稅與資

本稅產生的效果類似，僅影響機制不同。另外，Zodrow 與 Mieszkowski

假設同質轄區與個人，故可獲致對稱均衡；本文則設定個人對於消費性公

共財具有異質性偏好，故有出現非對稱解的可能。在模型結果的部份，

Zodrow 與 Mieszkowski 認為，不論是消費性或者生產性公共財，租稅競爭

將導致地方公共財提供數量低於最適水準；本文根據 Tiebout 之假設，發

現若由中央政府的角度觀之，在資源及稅收之限制下，全國的總地方公共

財數量固定在最適數量，故異質性偏好不扮演關鍵性角色。然而，若由地

方政府及個人持有公共財之角度觀之，由於人民的異質性偏好，產生區分

的效果，並改變轄區人口分布以及地方資源配置，造成人口較多的轄區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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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較多的公共財，人口較少的轄區，則持有較多的私有財。且在課徵資

本稅的情況下，異質性偏好將會使資源配置扭曲，使消費性公共財會因為

轄區居民偏好較強而過度提供，以及因為轄區居民偏好較弱而提供不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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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-1 地方資源配置模擬結果-定額稅(22.7) 

轄區 總消費性公共財

( iG ) 

每人消費性公共財

( ig )  

總生產性公共財

( iP ) 

每人生產性公共財

( ip ) 

私有財 

ix  

轄區一 184.67 5.57 567.5 17.13 18.68 

轄區二 950.33 14.21 567.5 8.49 6.43 

作者自行整理 

 

表 5-2 地方資源配置模擬結果-資本稅(22.7) 

轄區 總消費性公共財

( iG ) 

每人消費性公共財

( ig )  

總生產性公共財

( iP ) 

每人生產性公共財

( ip ) 

私有財 

ix  

轄區一 63.49 2.28 567.5 20.42 17.03 

轄區二 1071.51 14.84 567.5 7.86 1.95 

作者自行整理 

圖 5-2 效用水準及人口之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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